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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时，世尊自敷师子座，结跏趺坐，直身系念在前，入三昧王三昧，

一切三昧悉入其中。 

  尔时，世尊从三昧安详而起，以天眼观视世界，举身微笑。从足下千

辐相轮中。放六百万亿光明。足十指、两踝、两、两膝、两、腰、脊、

腹、背、脐、心、胸德字、肩、臂、手十指、项、口、四十齿、鼻两孔、

两眼、两耳、白毫相、肉髻，各各放六百万亿光明。 

  从是诸光，出大光明，徧照三千大千世界。从三千大千世界、徧照东

力如恒河沙等诸世界，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有众生

遇斯光者，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光明出过东方如恒河沙等世界，乃至十方，亦复如是。 

  尔时，世尊举身毛孔，皆亦微笑而放诸光，徧照三千大千世界，复至

十方如恒河沙等世界。若有众生遇斯光者，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尔时，世尊以常光明徧照三千大千世界，亦至东方如恒河沙等诸佛世

界，乃至十方亦复如是。若有众生遇斯光者，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尔时，世尊出广长舌相，徧覆三千大千世界，熙怡微笑。从其舌根出

无量千万亿光，是一一光化成千叶金色宝华。是诸华上，皆有化佛结跏趺

坐，说六波罗蜜；众生闻者，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至十方如恒河

沙等诸佛世界，皆亦如是。 



  各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 
  前面参与大会的大众已经介绍过了，今天开始介绍的是佛要开始说大

般若经了。可是佛说法不是马上开口就说，祂前面还有很多动作的，我们

一一来说明。 
  尔时，世尊自敷师子座，结跏趺坐，直身系念在前，入三昧王三昧，

一切三昧悉入其中。 

  这个是原文。这个时候，世尊自己敷设祂的师子座，之后，就结跏趺

坐，就是双盘、端身正坐、把身体打直，然后系心一处，就进入三昧王三

昧，一切三昧都包含在这个三昧王三昧之中，我们先切到这里。首先，为

什么世尊祂要自己敷设师子座？祂不是有侍者阿难？旁边还有很多菩萨，

为什么他们不帮佛来敷设这个座位，而要祂自己来敷设呢？这是因为这个

师子座是佛的心念变化出来的，所以别人都帮不上忙，侍者阿难没有办法

帮佛来敷这个座位，旁边的那些菩萨们也帮不上忙，也没有办法帮佛来敷

这个师子座，所以要由佛自己来敷设师子座。为什么叫师子座呢？狮子不

是动物当中最凶猛的动物吗？佛说法的时候不应该来嘛，也不欢喜牠来，

应该是这样子，为什么叫师子座呢？它只是一个比喻，不是真的狮子来，

它只是比喻佛是人中的狮子，所以佛坐的地方，不管是座位还是地上都称

为师子座；不管是佛坐的那个床座，或者是坐在地上，那个地方就称为师

子座，它是一个象征。因为狮子是在动物当中，唯一能够单独行动而没有

丝毫的畏惧的动物，因为其它动物都要成群结队嘛，害怕被攻击或者害怕

被伤害，所以都是成群结队，只有狮子可以昂首阔步、独自行动，没有任

何的害怕，所以牠可以降伏一切的野兽，就用这个比喻，佛可以降伏一切

的外道，当时有九十六种外道，全部都能够降伏，没有丝毫的畏惧，所以

是人中的狮子。因此，佛坐的地方我们都称为师子座。 
  为什么要结跏趺坐？打坐的姿势不是很多吗？可是佛为什么要结跏趺

坐？这是有原因的。也有很多师兄问：一定要双盘？一定要单盘？为什么

一定要用这个七支坐法？或者是为什么一定要盘腿坐？我站着、我躺着，

躺着也有卧禅，站着是立禅，行的话就是行禅，难道不行吗？为什么一定

要盘腿打坐呢？现在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了。第一个，这个跏趺坐是坐禅人

的一种坐法，坐禅人就是只要是佛法，佛教的弟子，佛弟子一定是结跏趺

坐，没有其它的姿势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行、住、坐、卧四威仪当中，

这个坐姿是最安稳、最不会疲倦，而且我们把腿盘起来、手结定印，这样

手脚都收摄回来，心也不容易散乱，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这是

一种可以得道的坐法。我们都知道嘛，得禅定之后开发智慧，就能够证得

涅盘、解脱，所以魔王看到了，都觉得非常的忧愁、害怕，因为很快这个

人又要出三界了，他的眷属里面，魔眷属里面又少了一个，所以这个也是

让魔王非常忧愁恐惧的一种坐法。第三个理由，这也是出家人的坐法。当

时佛在印度，祂所有的弟子、所有的出家人，都在水边林下结跏趺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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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般人看到，远远看到有一个修行人在那边打坐，都很欢喜，为什么？

知道这个修行人很快就可以得道。就基于这三个理由，佛教导弟子应该要

结跏趺坐，因为外道就是各式各样的姿势都有嘛，有那个金鸡独立，一个

脚立起来的，也有两个脚，有一个脚站立，也有两个脚站立，也有把脚钩

在脖子上，我们看很多瑜珈的动作，很多瑜珈动作都可以入定的，很多外

道就是利用瑜珈的动作来修定，可是佛全部都不采用这些姿势，为什么？

就是直身，这个直身很重要，就是端身正坐，因为你其它的那些姿势都不

是端身正坐。为什么身体打直，端身正坐这么重要呢？因为身直，心就直，

你得的就是正定，开发的是正慧，你那个身体这样扭来扭去的各种不同的

姿势，因为身体不是直立的，因此他得的是邪定，开发的是邪慧，所以他

悟到的都是邪知邪见，那个很奇怪的道理，就是因为他的身不端正，他的

心不端正，他悟出来的道理就很奇怪，就是会有一些偏差，这个就是为什

么要端身正坐的原因。 
  结跏趺坐，端身正坐，然后系念在前，就是注意当下的心念。像我们

不管用什么法门来修定，都是注意当下的心念，心缘在你的所缘境上。佛

现在因为要入三昧王三昧，所以祂就先结跏趺坐，然后直身，系念在前，

心非常的专注，注意当下的心念，然后就入定了，进入三昧王三昧。什么

叫三昧王三昧呢？它是一切三昧当中第一、最自在，能够成就无量诸法的

一种三昧，最殊胜的一种三昧，佛现在就是入这种三昧，三昧王三昧当中。

为什么它是一切三昧当中第一、自在、可以成就无量诸法的一种三昧呢？

这个三昧以四禅八定来讲，它到底在第几禅呢？它为什么可以成就一切法

呢？各位听过十六特胜、天台止观的就知道，因为我们已经四禅八定快讲

完了，还剩下一个就讲完了，我们讲到第四禅的时候就知道，四禅是舍念

清净，你的心念是最清净的，所以在第四禅能够成就一切法，所以佛的开

悟、证果，乃至最后的舍寿，都是跟第四禅有关。在什么样的禅定当中开

悟？第四禅当中开悟，在什么样的禅定当中证果？第四禅的时候证果。舍

受，就是最后要入涅盘之前，祂也是先入四禅，然后从禅定出，再入无余

涅盘，我们就知道第四禅它非常、非常的重要，想开悟的话就勇猛精进证

到第四禅，就能够开悟，明心见性。现在这个三昧王三昧它也是等同第四

禅，可以舍念清净，因为你的心念非常的清净，因此你在这个禅定当中修

任何的法，都非常快速的成就，所以第四禅它也称为不动，也称为无遮禅

法。为什么不动呢？因为它不会再被忧喜苦乐所动；无遮就是没有任何的

遮盖，遮盖什么？遮盖禅定的心。像我们欲界定知道它会被欲界的欲望所

动，欲界定会被欲界的欲望所动，会被欲界的欲望遮盖它禅定的心，因此

没有办法成就一切法。初禅呢？被觉观动心，被觉观遮盖它禅定的心。二

禅呢？被大喜动心。三禅？大乐动心。只有四禅舍念清净，不再被这些所

动，所以它称为不动禅，不再被这些来遮盖它的心，所以它又称为无遮禅

法，没有任何的遮盖的意思。而且四禅当中也能够远离三灾，因为我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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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火烧初禅，水淹二禅，风吹三禅，只有四禅远离这三灾，水火风这三灾，

所以四禅是真正的安稳，在四禅定当中，因此它可以成就一切法的原因在

这里。我们现在就知道，为什么三昧王三昧它可以是在一切三昧当中最为

第一、自在，能成就无量诸法的原因了。 

  接下来，一切三昧悉入其中。一切的三昧，都全部进入到三昧王三昧

当中，你说每一种三昧都不同，怎么有可能所有的三昧全部都进入到这个

三昧当中，三昧王三昧当中？每一种三昧都不同，那有无量的三昧，怎么

可能全部都进入到三昧王三昧之中？我们就知道三昧王三昧真的是非常、

非常的殊胜，因为你只要得到了三昧王三昧，你就同时得到了其它无量的

三昧，同时能够获得，而且当你进入三昧王三昧的时候，你想要进入任何

的三昧，随时都可以自在出入，随时都可以进入，只要你现在入在三昧王

三昧当中，在这个三昧禅定当中，你想入任何的三昧随时就可以进入。而

且在三昧王三昧当中，可以观照一切的三昧之相，就是说其它三昧的所有

禅定境界的相貌，你在三昧王三昧当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就好像你爬到

山顶然后往下看，是不是一目了然？全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就是

为什么一切的三昧都可以包含在三昧王三昧当中的原因了。佛现在为什么

要入这个三昧王三昧当中呢？就是要观看一切的世界，观看一切的众生，

要了解这一切的世界，还有世界里面的众生。 

  可是你会问：为什么佛要入三昧之中以后才能够知道？我们知道佛是

智慧已经圆满了、无所不知了，祂应该是不需要入定，应该就智慧圆满，

就可以知道一切，不是这样子吗？可是为什么现在为了要用天眼观察这个

世界还有一切的众生，要先入三昧王三昧之后，再从三昧这个定当中出定

以后，然后再用天眼来观这个世界，为什么要这么麻烦？这个是有原因的。

这个是为了要说明智慧是从因缘所生，我们都知道本自具足嘛，菩提自性

本自具足，无量的智慧德能是每个众生都有的，可是你没有被开发出来，

它就硬是发挥不了作用，所以你要持戒、要修定，才能开发你本来具足的，

本来就有的智慧，这个都是从因缘的……因为你要修才有啊，虽然是本自

具足，但也是因缘所生，所以你怎么修，它就有什么果，这就是因果嘛，

因果就是从因缘生的，都在这个因果的定律的法则当中。佛为什么要特别

来说明智慧是由因缘所得？那是因为当时的外道，他们的说法是我们的智

慧随时都有，随时都知道，佛就不能跟他们一样，所以佛要入定以后才知

道，也是一种示现，这样就能够止息他们六师外道的理论，所以佛才要进

入三昧王三昧之中才知道，就示现好像不入定就不知道。这样子来说的话，

佛的能力是不是就输那些外道？因为外道说他们随时都知道，可是佛要入

定以后才知道，是不是输他们？也不是，并不是这样。因为佛要进入三昧

王三昧一点都不困难，只要念头一动，就可以进入了。不像有一些声闻小

乘，或者是一些声闻辟支佛小乘，或者是一些小菩萨，他们入定会有困难，

就是说他一定要有前方便，先有前方便才可以入种种的三昧，没有办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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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那么自在，念头一动就入定了，都要前面藉助一些方便的法门他才可以

入定，所以佛其实是一切已经自在的。 

  另外，还有别的原因，佛为什么要入三昧王三昧？为了要显现神通变

化，哪些神通变化呢？就是能够六通，六种神通，徧布十方没有限量，全

部徧满十方，六通，六种神通没有一个地方不到达的，全部周徧可以到达，

这是一种神通变化。另外一种就是一身能够现出无量身，还有能够变化种

种的光明。所以，如果佛不进入三昧王三昧而现这些神通变化的话，有的

人就会想，佛是不是使用幻术？还是咒术？还是藉助大力龙的神力？还是

天人的力量？而不是佛的力量，就会有这样的怀疑。所以为了要断除这种

种的疑惑，佛要进入三昧王三昧之中，然后才出定来显现各种的神通变化，

什么神通变化？我们后面马上就看到了。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佛如果是进入其它的三昧的话，其它三昧有些天

人他也可以证得，有些声闻、辟支佛他也可以证得那些三昧，所以佛如果

入的是这些三昧的话，他们都知道，那就没有什么稀奇了嘛，一般人都会

觉得佛的神通力很大，可是那些小菩萨或者是声闻，甚至外道都能够测知

佛现在是什么样的境界的话，那可能大众对佛的恭敬心就没有办法生起，

因为差不多嘛，祢会入的三昧他们也会，所以佛要入这个三昧，你其它的

外道、声闻、其它小菩萨也都没有办法去测知佛现在到底入的是什么境界？

是连十住位的菩萨都没有办法测知的。十住位，圆教的十住就等于别教的

十地，十住位就等于十地，等于别教的十地菩萨，都没有办法想象或者是

去测知佛现在到底……佛的心是依于何处？缘于何物？没有办法测知，所

以，佛要入三昧王三昧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这样子。 

  还有，佛为了要示现，因为现在准备要讲大般若了，般若波罗蜜。之

前，祂先放光，放大光明，佛为什么要放大光明呢？就是要让十方一切的

天人众生，还有阿罗汉、辟支佛、菩萨都能够见到这个光明，知道佛现在

要开始讲经了，赶快来，赶快来会集，会集到这边来参加这个盛会，所以

佛要进入三昧王三昧之中，因为之后要放光。佛有时候也会放光显现祂的

神通力，譬如佛在出生的时候，或者是得道的时候，或者是初转法轮的时

候，或者是诸天、圣人大集会的时候，佛都会放光，还有破外道的时候，

这些都会放光，还有显现神力。佛现在就是要让大众都会集到，都能够知

道佛要开始说法了，所以佛放大光明。可是这个放光显现神力有上、中、

下品三种的不同，像我们利用一些幻力或者是咒力也能够放光，能够做一

些变化，但是这个是属于下品的。还有一些像天人或者是龙、神，他们也

会放光，有一些神通变化，这个是天生果报所得的，我们所谓的报得，就

是他的果报来的，天生他就是有这种神通力，能够放光，这个是属于中品。

佛现在进入三昧王三昧当中，然后用祂所修的功德力、神通力来放大光明，

利用祂所修行的功德力来放光，显现神通力，所以这个情况是属于上品的。

这就是说到，为什么佛要进入三昧王三昧当中，一切的三昧都包含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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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像所有的河川都流入大海之中，佛在这样的一个境界当中。 

  我们看原文： 

  尔时，世尊从三昧安详而起，以天眼观视世界，举身微笑。 

  这个时候，世尊很安详的从三昧中出定，用天眼观看这个世界，全身

微笑。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啊，刚才佛进入三昧王三昧之后，好像什么都没

有做，对不对？然后祂就出定了，然后用天眼来看这个世界，全身微笑，

祂到底在干什么？好像都没有……我们刚才说祂进入三昧王三昧，然后三

昧王三昧多么多么的殊胜，可是祂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做，那是我们在旁边

看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实际上是有很严重的事情发生，很重大的事情

发生。就是佛进入三昧王三昧之后，一切佛法的宝藏就在佛的心中打开了，

佛就在这个三昧当中观看这一切佛法的宝藏，然后祂心里就想：这个佛法

的宝藏无量无数，真的是不可思议！然后祂就从三昧安详而起，然后祂就

出定，用天眼来观看众生，观看众生什么？发觉众生非常非常的贫苦，很

可怜啦！怎么可怜法？因为世界的众生常常在求安乐，反而更加的痛苦，

对不对？我们每天都是希望日子过得好，可是偏偏就很多烦恼、痛苦，佛

看到了我们的痛苦，心中强烈的执着有一个「我」，可是其实是没有我的。

还有，众生都很害怕受苦，可是偏偏常常去做那个会让自己受苦的事情，

这种情况就好像瞎子、盲人，他想要走好的路，可是偏偏就跌下去，跌到

那个深坑里面去，因为他看不到，这就比喻我们众生的心，想要求安乐，

可是偏偏受苦。所以，佛观看众生这种种的情形之后，祂就全身微笑。 

  现在有一个问题：用天眼观看，为什么是用天眼观看世界呢？然后观

看一切的众生？观看世界就是观看世界里面的一切众生的意思，佛不是有

五眼吗？祂为什么用天眼？而不用其它眼？佛有五眼，对不对？肉眼。肉

眼看得不能够周遍嘛，一张纸就全部遮掉，纸后面的东西看不见，所以它

没有办法观一切世界，观一切众生。这个慧眼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慧眼是

用来了知诸法实相用的。法眼呢？法眼是观看众生，你这个众生要修什么

法门最快得道，用来观众生他修什么法门最合适、最快得道。还有佛眼嘛，

佛眼做什么的？佛眼是一切法现前，佛都能了了得知。所以现在要观看世

界、观看众生，虽然佛眼、法眼、慧眼比天眼殊胜，可是它都不是用来观

众生的，观众生的只有两种眼，就是肉眼跟天眼是用来观察众生的，可是

肉眼我们刚才讲，它不能够周遍嘛，看得不周遍，所以只剩下天眼，天眼

可以观得周遍，因为它不会被山、墙壁、树木挡住。这天眼怎么来的？修

来的嘛，我们前面讲过，天眼是修来的，神通嘛，天眼通，持戒、修定，

得定之后自然就可以发神通，开发神通就有天眼通，所以它是修来的，我

们知道佛现在是用天眼来观世界。 

  举身微笑。举身微笑是什么意思？全身微笑。我们平常说笑，就嘴巴

笑、眼睛笑，有没有听过全身笑？没有听过。佛为什么要全身笑？因为佛

一切已经得自在了，所以祂可以让全身像口、像眼睛一样的笑。祂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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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笑？因为佛现在准备要开始说法，祂非常的欢喜，心中充满了欢喜，全

身毛孔就打开了，全身毛孔都在微笑，所以我们说全身微笑，是形容佛的

心非常的欢喜踊跃，因为有一个大事因缘要发生了，所以心中欢喜，毛孔

打开，每个毛孔都在微笑，所以叫做全身微笑。所以，我们就知道佛为什

么要笑？就好像大地，不会因为没有事或者是小因缘震动，佛也是，不会

因为没有事情，或者是很小的因缘微笑，尤其是全身微笑，就是因为有一

个大事因缘要发生了，什么大事因缘？佛要说般若波罗蜜这个大事因缘。

这个是非常殊胜难得的一个因缘，因为诸法实相本来是不可言说的，没有

名字的，可是佛现在居然要巧立种种的名字，然后要说给众生听，这是一

件非常稀有难得的事情，而且佛说了大般若之后，很多众生就要继承佛种，

就是很多人要成佛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殊胜难得的因缘，所以佛要先微

笑。这个殊胜难得，拿一个例子来做比喻，就是好比有一个人背上背了干

草堆，然后要经过一片大火当中，可是身上的干草没有一根被烧到，这个

很厉害吧，佛现在就是要做这么厉害的事，佛现在身背了八万法门名字的

干草堆要进入诸法实相的大火当中，然后不会被贪爱执着的火所烧，所以

是最最殊胜难得的事，所以佛要先微笑之后才说法。 

  接下来我们再看原文： 

  从足下千辐相轮中。放六百万亿光明。足十指、两踝、两、两膝、

两、腰、脊、腹、背、脐、心、胸德字、肩、臂、手十指、项、口、四

十齿、鼻两孔、两眼、两耳、白毫相、肉髻，各各放六百万亿光明。 

  先切到这里。就是说，佛先从脚底放光，不先从身体的其它部位，先

从脚底放光。为什么佛要先从脚底放光呢？我们念过佛的三十二相就知道，

第一个就是脚底轮相，千辐轮相，因为身体可以平稳的站立完全靠双脚，

而且，像有一些龙或者是大蛇，就是千年大蟒蛇，已经有修练的千年大蟒

蛇，还有鬼神，他们都是从口中放光来毒害前面的东西，所以佛现在如果

也是从口中放光的话，众生会害怕，因为不知道这个光从哪里来的，会害

怕自己受到伤害，所以佛先从脚底放光。足十指，脚底放完光之后就脚的

十个指头，还有两个脚踝，两，就是小腿，两个小腿放光，两个膝盖

放光，两，就是大腿，就从下面慢慢上来就对了，从下面一部分、一

部分，每一部分放光，小腿、膝盖、大腿放光，上来腰、脊、肚子、腹部、

背、肚脐、心、胸德字，我们常常说心中卍字，同样的意思，就是心中放

光，两个肩膀、手臂、手的十个指头、颈项，就是脖子，还有口，口放光、

四十个牙齿放光、两个鼻孔放光、两个眼睛放光、两个耳朵放光、还有眉

间的白毫相放光、顶上的肉髻放光，每一个地方都是各自放出六百万亿的

光明。 

  现在问题来了！第一个，佛为什么身体要先放光？为什么要先身体放

光？应该要这样问。这是因为有的人看到佛的身体放光，就会生起清净的

信心还有恭敬心，知道佛不是一般人，因为一般人没有办法放六百万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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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所以一看！啊！有人可以放出这样的大光明，马上就生起了清净的

信心，这是第一个理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因为众生的烦恼都很重，

就是欲望很强，佛要先让我们的欲望的心平息之后，才能够为我们说般若

波罗蜜，要不然没办法契入。我们的欲望非常强，尤其是五欲，众生都是

耽着在五欲当中，五欲就是色、声、香、味、触，可是其中又以色欲最强

最强，也是最难断，色欲。现在看到佛放这么微妙的光明，心生贪着，心

生贪着就：啊！这个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的，然后他就可以放弃他原来的五

欲之乐，因为比不上嘛，这个比较殊胜，这个光明是从来没有见过的，所

以心生爱着之后，就会舍弃他原来的贪着五欲之乐的贪欲心，就能够平息

下来，佛就是为了要让众生先远离五欲之乐，这种离欲的心起来之后，心

慢慢平静之后，佛才能够为众生来说般若波罗蜜，这时候才能够契入。我

们也有经验嘛，当我们欲望很强的时候，满脑子都是那件事，对不对？什

么经拿起来看不下去，那个 CD 放下去听，听不进去，满脑子就是欲望的

事情嘛。同样的情况，佛现在要为众生来说法，可是众生的心如果是这么

强烈的欲望，佛所说的法没有办法契入，所以我们现在慢慢可以体会，为

什么佛不马上就开始讲经说法？前面还有这么多动作，现在身体要先放光，

就是先要调伏众生贪欲之心，充满了种种的欲望的心，可以慢慢的离欲，

这就是为什么佛要先身体放光。你说其它的天人也能够放光，和佛所放的

光明有什么差别呢？其它的天人虽然能够放光，但是有限量，佛所放的光

是可以充满三千大千世界，还可以徧满十方世界，是没有限量的。其它人

放的光明，只能让人感觉很欢喜，看到那个光就是有欢喜心而已；但是，

佛所放的光能够使一切众生因为闻法而得度，所以不同。佛是在什么样的

三昧当中，什么样的神通境界当中，什么禅定之中来放光的呢？我们也很

好奇，想知道。那就是刚才讲的，佛是进入三昧王三昧当中放光，是在如

意通当中放光，是在第四禅的禅定当中放光的，这就是佛当下放光的境界，

就是这样的一个境界当中放光。每个部位都各自放六百万亿的光明，所以

我们要问了，我们先看原文，再问问题。 

  从是诸光，出大光明，徧照三千大千世界。从三千大千世界、徧照东

力如恒河沙等诸世界，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有众生

遇斯光者，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刚才不是说，身体每个部位都各自放六百万亿的光明吗？那这个光明

徧照三千大千世界之后，再从三千大千世界当中出来，然后再分别照东方，

像恒河沙这么多的世界，照完然后再南方，再照，也是如恒河沙等诸世界，

也是这么多的世界，然后再照西方、再照北方、再照四维、上、下，这就

是一共是十方，东、南、西、北、四维、上、下加起来是十方，所以就是

说，佛先放光到三千世界之后，那个光再从三千大千世界出来，再分别东、

南、西、北、四维、上、下十方光明徧满，如果有众生遇到这个佛光的话，

就能够证得，必得就是必定能够证得无上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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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翻成无上正等正觉，再简单一点就是无上菩提，遇到这个佛光就能够

证无上菩提。 

  我们现在要问问题。刚才说从脚底放六百万亿光明，从下面一直上来，

一直到头顶都是各自放六百万亿光明，这个光应该是数得出来，对不对？

因为它既然可以说出数目，就是可以数得出来，数得出来这么有限的光，

它怎么……应该是连三千大千世界都没有办法徧满，何况现在是它要到十

方世界，全部都放光可以徧满十方世界，好像很难让人家相信，因为你这

个光是有限的光，可以数得出来，怎么能够照三千大千世界，甚至十方世

界呢？这个就要明白，这些光它是怎么来的？我们刚才说身体先放光，所

以身光是一切光的根本，从这个根本可以流出无量无数的枝末来，所以它

可以不断不断的从身体放光，然后再一直扩大、扩大，从这个根本流出无

量的枝末，所以它可以到达三千大千世界，甚至十方世界都没有困难，只

是以身体做为根本。如果这样说的话，佛的脚下，佛不是先从脚底放光？

脚底放光就好了，就徧满三千大千世界，十方世界就好，为什么还要全身

从下面这样每个部位放光，然后再慢慢的扩散？就脚底放光就可以了嘛，

我们也有疑问啊，为什么不脚底就好了，其它身体的部位还要放光呢？而

且还要各自放六百万亿的光明？这是因为从脚底所放的光明，它主要是照

下方的世界，其它的他方世界虽然可以照到，但是不能够徧满，就是它的

光不能够圆满的照到十方世界，它主要是照下方世界。所以我们就知道，

身体不同的部位是照不同方向的世界，分别这样子扩散出去的，所以祂才

要每个部位都放光，而不是脚底放光就可以徧满十方世界。 

  又有人问了，为什么是先照东方，然后才南方，才西方，再北方？这

是佛随顺世间人的心意。因为我们世间人都觉得说太阳从东方出来嘛，一

定是代表上等，好像是生命的起源，所以佛其实是随顺众生的心意，就先

照东方，可是不管你先照哪一方，一定会有人问：你为什么不先照他方，

对不对？你说我先照南方，就有人问：为什么不先照西方、北方、东方？

所以不管你现在先从哪边照，都会有人问，所以就先从东方照吧，因为随

顺众生，他们习惯东、南、西、北。 

  还有，就是这个光明到底可以照多久？它会不会灭掉？我们先要知道

这个光是从哪里来的，佛为什么身体可以放光？然后慢慢可以扩大，祂到

底是靠什么来放的？神通力吗？佛的大神通力放大光明，所以祂这个光明

会不会灭？什么时候佛不用神通力，光明就灭了嘛，一直用神通力，光明

就一直照、不会灭，所以光明好比油灯的那个灯，神通力好比油，如果有

油的话，那个灯就不会灭，就能够一直放光明，所以光明就好比那个灯，

神通力好比油，佛什么时候不想要用神通力，就好比这个灯已经没有油，

它没有办法继续燃烧，所以它的光明就灭了。所以，我们问佛的光明会不

会灭？就看祂什么时候不用神通力，光明就灭。 

  光明出过东方如恒河沙等世界，乃至十方，亦复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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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佛的光明超过三千大千世界之后，余光过出，还能照到东方如恒

河沙等世界，南、西、北方及四维、上、下，诸世界也一样被照到。为什

么佛在经典上都用恒河沙来作比喻？这么多河，为什么用恒河？而且为什

么用恒河的沙来作比喻？这有五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因为恒河的沙多，

其它的河的沙没有这么多，有的河它可能是岩石构成的，所以它没有这么

多沙，所以第一个理由就是恒河沙多，就用恒河的沙来作比喻。第二个原

因，恒河是佛出生的地方、游行的地方，佛弟子都亲眼看过，所以佛一说

恒河沙，大家都很有概念，这是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佛是在南赡部

洲出生的，南赡部洲有四条大河，其中以恒河为最大，大家都知道这条河，

所以就用恒河来作比喻。第四个理由，四远外道的经书都认为恒河是一条

福德吉祥的河，只要能够进入恒河里面洗浴的话，所有的罪恶污垢都能够

去除，就是因为很多人恭敬、奉祀这条河，而且大家都知道这条河，所以

佛就常常用恒河来作比喻。第五个理由，其它河的名字经常改来改去，只

有恒河这个名字世世不变，不会改变，永远都叫做恒河，所以佛经都是以

恒河沙来作比喻，而不以其它的河来作比喻，有这五个理由。 

  我们又很好奇，想知道恒河的沙到底有多少？怎么数啊？你说佛知不

知道恒河的沙有多少？恐怕只有佛跟法身大士知道恒河的沙有多少，我们

凭什么知道呢？因为经典上有记载别的故事，我们以此类推，佛应该知道

恒河的沙有多少。有一次，佛在树林当中打坐，有一位婆罗门就到佛的面

前来问佛说：「请问佛，这一片树林里面的树叶到底有多少片？」佛马上就

回答说有多少片，婆罗门就怀疑，谁知道祂讲的是不是真的？我也不可能

全部把它数完，所以他就偷偷摘了几片树叶藏起来，然后再跑去问佛：「请

问佛，这片树林真正有几片树叶？」佛就说已经少了几片，他就偷偷拿出

来数，啊呀！这么刚好，所以他马上就对佛生起了清净的信心，还有恭敬

心，当下就请求出家，后来也证得阿罗汉。所以，凭这个故事，我们就知

道，佛一定了解恒河的沙到底有多少，凭佛的智慧还有神通力一定可以数

得出来，还有法身大士也可以数得出来，为什么法身大士数得出来？因为

只有法身大士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已经见性，只要能够见性的，能

够明心见性，真正见到菩提自性的，已经见到佛性了，所以他的智慧功德

力跟佛没有差别，因为已经开发了，他的佛性、智慧、神通力已经开发，

所以法身大士也数得出来，只要他破一品无明就数得出来。 

  我们看经典上它继续有谈到，就是说只要遇到这个佛光都能够证得无

上菩提，我们也会怀疑，是不是每个人遇到这个佛光，都能够证得无上正

等正觉呢？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呢？到底是有多少人能够证得无上菩提

呢？如果说遇到佛的光明，就一定能够证得无上菩提的话，佛为什么不大

发慈悲，经常放光？我们就不用修得这么辛苦了，祂一放光，我们就得道

了，我们就不用持戒，还要修定，然后才开发智慧，然后才得道，太麻烦！

佛经常放光，大慈悲，慈悲慈悲我们，我们修得太辛苦了，是不是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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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不是的，不要心存侥幸！因为每一个人得度的因缘不同，有的人就是

要持戒，他才能够得度；有的人要修禅定，由禅定来契入才得度；有的人

就是要听经闻法才能够得度；有的人就是碰到佛的光，就可以得度。可是，

还是有很多的众生见到佛的光明，佛的光怎么样触身，他也不开悟啊，所

以不能够保证所有能够遇到佛光触身的众生，都能够得度，因为个人过去

的根性、因缘、福德都不同，善根、福德、因缘力来决定你是用什么法门

来得道的，所以不是保证遇到佛光都能够证得无上菩提。 

  我们接下来看原文： 

  尔时，世尊举身毛孔，皆亦微笑而放诸光，徧照三千大千世界，复至

十方如恒河沙等世界。若有众生遇斯光者，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又放光了，现在是全身毛孔先微笑，然后放大光明，也同样的是徧照

三千大千世界之后，又照十方如恒河沙这么多的世界，有众生侥幸，非常

幸运遇到这个佛光的话，也必定能够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前面我们不是已

经说佛全身都微笑了吗？现在为什么又说佛的一切毛孔都在微笑呢？祂为

什么要笑这么多次？前面全身微笑讲得比较粗，现在全身一切的毛孔都微

笑，讲得比较细。前面说全身微笑，那个时候光明是数得出来的，对不对？

各放六百亿的光明，可以数得出来，可是现在一切的毛孔都笑，这时候毛

孔所放出来的光明就数不尽了，所以是有差别的。刚才不是已经放光过一

次了吗？刚才佛全身放光的时候，还没有得度的人，现在毛孔放光的时候，

有第二次机会，他可能就可以得度了。第一次放光，因为他因缘还没有成

熟，可能还没有办法得度，第二次放光，毛孔放光，他有可能在这个时候

得度。所以，就好比说，我们如果要采果子的话，一定是先采那个成熟的，

没有成熟的我们不会采，要等，等待时机，对不对？成熟了再采。也同样

的道理，第一次放光没有得度，可能第二次因缘成熟了，就可以得度，也

好像我们洒网捕鱼，第一次捕回来的还有漏网之鱼，所以我们再洒第二次

网，再捕的话，还有，还可以补得到，第一次没有捕到的鱼，也许第二次

可以捕得到，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再继续看原文： 

  尔时，世尊以常光明徧照三千大千世界，亦至东方如恒河沙等诸佛世

界，乃至十方亦复如是。若有众生遇斯光者，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现在世尊又放光了，放常光明，徧照整个三千大千世界，乃至十方世

界，这个都一样，如果有众生遇到这个光，又必定能够证得无上正等正觉，

这已经第三次放光了，对不对？前面已经全身微笑放光，第二次毛孔微笑

也放光，现在佛为什么又放常光来照十方的世界呢？因为众生多疑嘛，有

些众生看到佛前面放的那个光是很奇异的光明，不是平常的身体放光，他

就不相信那个是佛光，不晓得什么妖魔鬼怪放的光，不相信那个是佛光，

现在看到佛的常光然后放光，平常的身体的常光，然后把它扩大，他就觉

得这个好殊胜喔，他就心生欢喜，心生欢喜就契入，就能够得度，所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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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这些众生来放常光明的。什么叫常光呢？佛的身体的四边，上下左右

四边各有一丈的光明，这个是佛出生就有的，也是三十二相之一，常光相。

我们也会想要问，为什么常光只有一丈，它不多一点？没办法，我们五浊

恶世的众生只能够接受这样的光，太强了受不了，眼睛受不了，就好像有

的人看到天人放光，眼睛就瞎掉了，为什么？因为光太强，他的眼睛太弱，

没有办法承受。同样的道理，佛的常光只能一丈，不能再多，我们的眼睛

受不了。可是你说佛的常光到底本来可以多少？一切诸佛的常光本来是无

量的，而且经常照着十方世界，释迦牟尼佛的神通力所放出的身光也是无

量的，祂的常光也是无量的，祂可以随意，祂可以一丈，也可以百丈，也

可以千万亿丈，乃至徧满三千大千世界、十方世界，这是一切佛都是相同

的，祂可以自在的放光，看祂要放多少都没有问题。可是，五浊恶世的众

生因为少福德、少智慧，就只能够接受一丈的光明，如果等到我们智慧明

利，福德够的时候，佛自然常光就会扩大，祂自然就会放无量的光明，所

以它是跟我们众生的业力有关，所以佛的常光只有一丈，就是祂示现在五

浊恶世的常光只有一丈，因为众生的福德、智慧都不足的缘故。 

  我们继续看原文： 

  尔时，世尊出广长舌相，徧覆三千大千世界，熙怡微笑。从其舌根出

无量千万亿光，是一一光化成千叶金色宝华。是诸华上，皆有化佛结跏趺

坐，说六波罗蜜；众生闻者，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至十方如恒河

沙等诸佛世界，皆亦如是。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这个时候世尊就伸出祂的广长舌相，徧满盖覆整

个三千大千世界，然后很安详的微笑，佛从祂的舌根再放出无量千万亿的

光明，每一个光当中化现出一朵千叶的金色宝花，每一朵花上面都有一尊

化佛结跏趺坐，演说六波罗蜜，听到佛说法的众生必定证得无上正等正觉，

还有，十方如恒河沙等的诸世界也都是同样的情况，就是十方世界都有化

佛说六波罗蜜，这样的意思。 

  佛为什么要伸出祂的广长舌相？我们平常说一个人伸舌头就是一种很

轻挑的行为嘛，可能是做错事还是顽皮的时候会伸一下舌头，可是佛这么

尊贵的大德，祂为什么要伸舌头？那个是有原因的。因为佛要准备开口说

大般若，可是大般若非常的深，很难被理解、被知道，很难被相信、被接

受，所以佛才要伸出这个又广又长的舌头来做证明，做什么证明？因为看

到舌头长得这个样子的人，他说出来的话一定真实，所以，祂伸出那个广

长舌相是为了要做证明。这个就要先说一个故事，佛有一次在舍婆提国结

夏安居之后，就带着阿难游行诸国，游行各个国家，他们快要到婆罗门城

的时候，婆罗门城的城王知道佛神通功德很大，能够度化众生，所以他心

里就在想：佛陀现在来这里的话，谁还会喜欢我？爱戴我呢？所以，他就

规定如果有人给佛东西吃，听佛说话的话，就要罚五百金钱。所以，这个

规定一颁布了之后，等到佛带着阿难进入婆罗门城的时候，每一户都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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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紧闭，怕被罚钱嘛，所以佛陀到每一户前面，门被关起来，祂只有拿着

空钵离开，然后到下面一户，门又关起来，祂又拿着空钵离开，没有人敢

开门给佛东西吃。所以走着、走着，就看到有一位女的老仆人，她正拿着

一个破碗里面放酸臭的食物，要拿到房子外面倒，屋子外面倒，要把酸臭

的食物把它倒掉，这个时候拿着破碗的时候，看到佛从前面这样走过来，

她就看，喔！佛的身体闪着金光，眉间有白毫相，还有顶髻、身体放常光，

她远远看像神仙之人，然后手拿着空钵，好可怜！什么食物都没有，所以

她就在想说，像这样的神仙之人，祂应该吃的是天上的食物，可是现在居

然降低祂的身分，然后来托钵，祂一定是有大慈心的人，为了悲愍众生，

然后才来托钵，所以她当下就对佛生起了清净的信心。这时候佛走过来，

她就到佛的面前，拿着这一碗非常恭敬的问佛说：「我很想供养祢好的食物，

可是我没有能力，我现在只有这一碗非常粗劣的食物，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就请接受我的供养。」佛这个时候，佛当然知道她有清净的信心，所以佛就

接受她的供养，然后就微笑。阿难在旁边看，很奇怪，佛为什么笑？因为

这么酸臭的食物有什么好笑的，应该是笑不出来嘛，这怎么能吃嘛，对不

对？所以他就问佛说，为什么笑？佛就说了：「这位老女人，因为以清净的

信心供养这一钵食物，她所得的果报是十五劫以来不会堕恶趣，生在人或

天上，然后福报享尽了之后，会转为男儿身出家学道，最后证得辟支佛。」

这时候刚好有一位婆罗门经过，听到佛说的这一段话，他很惊讶，就过来

跟佛说：「你是剎利王族的后代，净饭王的王子，怎么可以打妄语呢？」佛

这个时候二话不说，把舌头先伸出来把整个脸盖住，一直到发际，祂就问

这位婆罗门说：「你有看过有长得这样舌头的人说妄语吗？」婆罗门就回答

说：「一般来说，舌头能够盖到鼻子，这个人已经不会说妄语了，何况是现

在整个脸都盖住，一直到发际！」他就说：「好了，我是相信祢的话，我只

是不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么粗劣的食物，能够得到这么殊胜的果报？我实

在是很难理解。」佛就问他说：「请问你有没有看过很稀有难得的事情？」

他想一想：「有啊！有一次我跟其它的婆罗门走在路上的时候，路旁有一棵

很大很大的树，它的树荫大到下面可以停五百辆车，还有剩下。」佛就问他：

「这棵大树的种子有多大呢？」他说：「大概只有芥子的三分之一吧，这么

小！」佛说：「谁相信你的话？种子这么小，树荫这么大！」婆罗门就赶快辩

解说：「这是我亲眼看到的，绝对假不了！」佛说：「对啊！我也一样啊！我

也是相同的情况啊！」我看到这位老女人，她以清净的信心来布施来供养佛

这一钵东西，但是，却因为她有清净的信心，当然她供养的对象是佛也是

有关系，但是最主要是她有清净的信心，所以她能够得到这么殊胜的果报，

就好像现在这棵树它的种子很小，但是树却很大，是相同的道理。这位婆

罗门听了佛的开示之后，他就心开意解，就很忏悔的向佛五体投地之后，

就说：「我的心是又狂妄又愚痴，所以才会不相信佛的话。」就当下忏悔了，

佛也看因缘成熟，就为他说法，他当下证得初果，证果了之后，他突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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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法眼了，然后就举起手来高声的呼喊说：「各位乡亲啊！甘露门已经开了！

你们为什么还不出来？」结果大家听到有人喊，就出来看，知道整个事情

的经过，也对佛陀生起了信心，大家主动到国王那边，我先自己罚嘛，我

先把五百金给你，然后我可以请佛陀来供养，所以每个人都先自动送五百

金，然后请佛来供养，大家都说我能够得到甘露味，那五百金有什么关系

呢？谁会在乎这五百金钱呢？所以慢慢的，整个城从国王到大臣到人民，

都对佛生起了清净的信心，也都归依了佛陀，就用这个故事来说明，佛为

什么不会没事情就伸舌头，一定是有因缘才伸舌头。 

  可是，佛这个时候伸的舌头是为了那些不信佛的人祂才伸舌头，现在

佛为什么要伸出祂的广长舌相，徧满三千大千世界呢？这两种情况有什么

不同？佛前面伸出舌头盖住整张脸，祂只是为了这些小信心的人这样子做；

可是，现在是为了般若波罗蜜这样的大事情，所以佛要伸出祂的广长舌相，

覆盖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可是我们觉得很难相信，你要让全城的人都看到

佛的广长舌相盖住脸，这样都很困难了，何况现在要说大般若，要让与会

的大众还有其它地方的无量的众生全部同时看见，因为我们眼睛最远只能

看到几里以外的东西嘛，现在说徧满三千大千世界，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到

这么远吗？实在是很难让人家相信，对不对？放心好了，每个人都看得见，

为什么呢？佛神通力的加持嘛，大家都看得见，佛的广长舌相徧覆整个三

千大千世界，每一个人都看得见，因为神通力的加持。所以，一般来说，

如果不加上佛的神通力的话，就算是十住位的菩萨，也就是十地，也都不

能够知道佛的心祂到底在想什么，可是如果加上佛的神通力的话，连畜生

都能够知道佛祂在想什么。所以，佛的神通加持力不可思议。 

  前面已经放出舌头的光明了，为什么现在祂的舌根又要再放光？这是

因为要使一切众生得到深重的信心，所以佛要在舌根再放光。为什么佛在

这个光明当中，要再变化出这一朵千叶宝莲花呢？这是因为佛要坐在这个

宝莲花上面，我们不是说有化佛要在坐在这个莲花上面，演说六波罗蜜吗？

为什么有这么多床可以坐，为什么一定要坐莲花呢？床是给世间的在家人

坐的，因为莲花柔软清净，而且佛要显现祂的神通力，既能坐在莲花上面，

然后莲花又不会被压坏，这是靠神通力来坐的。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梵天

王是坐在莲花上面的，所以随顺世俗，佛现在也要坐在莲花上面。那就要

说到梵天王他为什么坐在莲花上面，他的故事。在劫尽的时候，大火把一

切都烧光了，因为众生福德因缘力的缘故，就从十方吹来，风从十方吹来，

这个风可以持住大水，十方的风力很强，可以持住大水，在这个大水上面

有一个人，他有一千个头、两千只手、两千只脚，他的名字叫韦纽，从他

的肚脐生出一朵千叶的金色妙宝莲花，就跟现在佛化现的那个莲花一样，

非常的明亮，好像一万个太阳同时照，这么亮，在这个花上面有一个人跏

趺坐，也能够放出无量的光明，他的名字就叫做梵天王。所以，佛为了随

顺世俗，祂现在也坐在这个宝莲花上面，千叶金色的宝莲花上面，来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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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波罗蜜，听闻法的人将来一定能够证得无上菩提。 

  我们又要问了，从头问到尾，释迦牟尼佛变化出无量千万亿的诸佛，

为什么能够同时说法呢？因为在阿毗昙这个论当中曾经说到一句话，说同

一个时间，不可能有二心，所以现在佛说法，化佛就不可能说六波罗蜜，

化佛说六波罗蜜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就不应该要说大般若经，应该不能够

同时啊，因为同一个时间不能够有二心，这个小神通，是啦，不是佛的境

界，是外道或者小乘、声闻他们的神通境界，因为他们的变化是有限量的，

可是佛的变化是无量的，而且佛的三昧力更是不可思议，所以佛祂可以自

己说法的时候，无量的千万亿化佛也能够同时说法，境界有差别。像外道

或者是声闻，他们所变化出来的人不能够再做变化，可是，佛所变化出来

的诸佛菩萨，还可以再变化诸佛菩萨出来。外道跟声闻他们入灭的时候，

他们所变化出来的人也随之消失，可是佛祂自己灭度之后，祂所变化出来

的佛还能够继续存在，和真的佛没有两样。何况阿毗昙论当中所说的，同

一个时间没有二心，也没有错啊，因为化佛是谁变化出来的？佛变化出来

的嘛，所以佛要化佛说法，祂就说法，佛跟化佛同一个心，祂的心念变化

出化佛来，所以佛跟化佛是不是可以同时说法？是一心、还是二心？一心，

对不对？所以也没有错，这句话还是可以成立的，同一个时间不可以有二

心，可是因为佛的神通力的缘故，所以祂可以佛说法，化佛可以同时说法。

可是又有一个问题，佛现在不是要说般若波罗蜜，为什么却要化佛说六波

罗蜜呢？好像有一点冲突嘛，对不对？没有冲突，因为六波罗蜜跟般若波

罗蜜是同一件事情，你前面五个波罗蜜如果没有般若波罗蜜，它都不叫做

波罗蜜，所以没有般若波罗蜜的摄持的话，你修其它的只能够证到阿罗汉、

辟支佛、入涅盘这样而已，但是没有办法开悟成佛，除非你有般若波罗蜜，

再加上前面五个波罗蜜都圆满了，你才能够成就佛果，所以其它五个波罗

蜜如果离开了般若波罗蜜，都不能够叫做波罗蜜。所以，现在佛说大般若，

般若波罗蜜跟化佛说六波罗蜜，是不是同一件事情？是，其实是相同的，

所以是没有矛盾冲突的。 

  如果佛有这么大的神通力，能够变化出无数千万亿的化佛出来，然后

在十方都同时说六波罗蜜，那么一切的众生都应该已经得度，没有剩下才

对啊，对不对？一直都在说嘛，而且在十方都在说六波罗蜜，应该全部的

众生都得度了，我们怎么都没有度到？有三种障碍的人没有办法得度。第

一种，是三恶道的众生，我们都知道三恶道众生没有办法听经闻法，没有

办法见闻佛法，所以他是没有办法得度的。第二种，虽然生在人或者天上，

太小，我们人中，太老，没力气了，太小，还不懂事，玩都来不及；生大

病，病厌厌的，什么念头、阿弥陀佛都想不起来，佛号都想不起来，恐怕

要见闻佛法也是有困难吧，这是第二种障碍。第三种，无色界天、无想天

的都在入定，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见闻佛法，看不见、听不到叫做见闻。

我们这些可以，我们没有这三种障碍，每个人都觉得没有，对不对？都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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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关系，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得度呢？各位为什么还没有成佛？十方都有

化佛在说六波罗蜜，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得度，我们也没有这三种障碍啊，

为什么不得度？因为我们有烦恼啊！每个人烦恼的轻重不一样，有的人是

贪欲比较轻，可是他瞋恚重，他脾气不好，可是欲望很小，但是他脾气不

好，也没办法得度。有的人是欲望重，脾气好，可是贪欲强，瞋恚薄，也

没办法得度。有的人是欲望薄，但是又很愚痴，愚痴厚。有的人是瞋恚厚，

愚痴薄。反正每个人贪瞋痴烦恼的厚薄都不一样，就是因为这些烦恼障碍

的缘故，所以没有办法听闻，也不知道化佛在说法，也没有办法见到诸佛

的光明，像我们这样的人又怎么能够得道呢？就好像太阳一升起来照耀大

地，可是瞎子看不见，就说没有太阳，这个太阳有什么过失呢？闪电打雷，

震耳欲聋，可是聋子听不到，这也不是雷声的过失。所以，如今虽然十方

诸佛经常在说法，也经常派遣化佛到十方世界去说六波罗蜜，可是众生罪

业深重，如盲如聋，所以看不到佛说法，也听不到佛说法的声音，所以佛

虽然有大慈心也没有办法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听到或者是见到，除非我们

的业障消了，然后有福报，福德资粮够了，这时候才能够见到佛，或者听

闻佛说法，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了，消业障、调伏烦恼，我们就

能够见闻佛法，没有丝毫的障碍。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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